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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项目经理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

路雄安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徐文龙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建设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湖北永和安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矿坑生态修复利用工程-冰雪

世界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赵金国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黄  虎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杨  松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廖文斌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张耀康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李晓光 

国家会展中心项目一期展馆

区及能源站 EPC 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隋杰明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施工 康少杰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第十四届第二批（2020 年度） “中国钢结构金奖”获奖名单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项目经理 

宿迁市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 
江苏兴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倪海涛 

江苏宏宇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呼和浩特市文化客厅建设项目

（2#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总包 朱银国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内蒙古青山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扬州五彩世界生活广场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周友勇 

扬州万福环保机械钢构营造有限公司 施工  

全州县城北新区体育中心 
山东中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郝红梅 

广西隆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会议中心

综合体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世广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北泡轻钢建材有限公司 制作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设计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开发

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陈  光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制作  

新建徐州至淮安至盐城铁路宿

迁站房工程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马佔伍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李守奎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改扩

建工程 S1 卫星厅项目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胡  林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昆明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新建吴忠至中卫铁路中卫南站

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丽军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杨  成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成都西南交大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宁夏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新建徐宿淮盐铁路-徐州东站

房扩建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吕争魁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叶发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李守奎 

上海天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邓兴亮 

淮河试验研究中心一期工程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总包 吴继成 



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项目

屋盖钢结构工程、三馆项目）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段留军 

施工 张军辉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成都华润置地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  

百色市体育中心二期项目（训

练馆、游泳馆）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黄  志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广西百色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平潭海洋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杨国勇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施工  

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毅毅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张  亮 

陕西建工泾渭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陕西省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贺正雄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胡友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钢结

构工程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  虎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陕西建工泾渭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陕西省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南阳市“三馆一院”项目建设工

程二标段（群艺馆、大剧院）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王廷燕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 吴嘉强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冯  涛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车顺利 

河南建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刘翔鸿 

郑州航空港区光电显示产业园

有限公司光电显示产业园建设

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栾华锋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赵  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周文浩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阮永辉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周凤翔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 朱小磊 

湖北龙星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高树龙 

湖北永和安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新建太原至焦作铁路 TJZF-2

工程长治东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范  涛 

上海天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内江市体育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冯振川 

广西天马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钢结

构建设工程施工（一标段、二

标段、三标段-PRT 交通系统工

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朱易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徐玉飞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宜丰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林志刚 

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伍文杰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勇军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李  鹏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钢结

构建设工程施工（机务维修一

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春勇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山东省科技馆新馆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施工 王威展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徐宏伟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李宏胜 

山东普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韩振峰 

苏州湾文化中心（苏州大剧院、

吴江博览中心）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童勇军 

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场及东

侧平台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胡  洋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上海祥谷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储煤场

封闭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  东 

北京建工海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 建设  



牙克石市体育场、体育馆建设

PPP 项目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晓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院 设计  

西安航天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建设  

永济市体育中心一场三馆建设

项目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雁鸿 

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

程新建航站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总包 孙  燕 

北京中航筑诚机场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设计 李梓华 

北京中企建发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张崇华 

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建设项目管理中

心 
建设 谢文明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展

览中心一期项目、会议中心东

区）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刘  星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刘红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英杰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程海忠 

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雷  鸣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张军辉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曹海良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张  峥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张吉会 

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雷  鸣 

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建设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白  海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总包 许全德 

河北承德塞罕坝国家冰上项目

训练中心项目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吴  祺 

江苏火花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承德城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宜都市市民活动中心PPP项目

(会展中心、大剧院）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全玉国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罗志西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建飞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张建斌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王改书 

中建三局（宜都）市民活动中心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建设 宋乐意 

上合组织农业科技展示交流中

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总包 范  挺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

学城园区项目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松滋市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  龙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许  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扬州新大剧院 B 区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徐  海 

扬州万福环保机械钢构营造有限公司 施工  

新建鲁南高速铁路临沂北站项

目钢结构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董广余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菏泽市展览中心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施工 徐荣凯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吕刚信 

江夏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吕春雷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武汉市江夏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

馆建设项目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吕  豪 

北京城建精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鸿厦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建设  

盛瑞智能金属成型中心厂房楼 山东上冶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牟令政 

深圳技术大学建设项目（一期）

II 标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黄旭光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建设 曾维迪 

宝鸡大剧院建设工程总承包

（EPC）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何志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英杰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谌谦 

陕西中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建设项

目 

江苏常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韩新华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

展示中心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胡心焰 

江北图书馆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孙辉明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建设 邹贤乐 

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项管 蒋秋骅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韩经平 

防城港市沙潭江生态科技启动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谢树勇 



区（一期）工程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崇左市城南区商业综合体项目

商业一期项目（购物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裴圣瑞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太阳座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刘  剑 

青岛泰龙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曾凡旭 

重庆美之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王  伟 

涡阳县发展要素中心（便民服

务中心和就业培训中心）、“五

馆二中心”工程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熊红刚 

深广·渠江云谷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朱邵辉 

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杨  嘉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闫晓冬 

昆明春之眼商业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陈  星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制作  

云南俊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昆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深业上城（南区）三期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钟红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中建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深圳市英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深圳市科之谷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华侨城大厦钢结构安装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蔡玉龙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光明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陆伟伟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  强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制作  

恒隆广场•昆明-办公楼部分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申科伟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海天大酒店改造项目（海天中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 叶现楼 



心）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总包 张文斌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设计 杨想兵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李道达 

青岛国信海天中心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赵  雨 

青岛港（安置楼）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施工 艾  伟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青岛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设计  

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张建银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协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冠泽金融中心二期办公 A 座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朱文康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总包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深圳市前海冠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房投商务大厦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李  鑫 

宜昌市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杭州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黄连仲 

湖北绿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制作 谢   坤 

武汉市轨道交通 7 号线秦园

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郑建航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张  文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晟宏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周  洪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杜  浩 

绿地国际金融城 A01 地块…

一期 1 号楼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景山学校通州校区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成世三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冶宏大（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  

北京中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 建设  



中国铁物大厦（商业金融项目）

（中国铁物大厦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魏德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施工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制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物盛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

北 村 土 地 一 级 开 发 项 目

CP-1600-0016 、

CP00-1804-0007地块F2公建

混合住宅用地项目（1＃住宅楼

等 13 项）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吕  伟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紫麟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北京学校（中学部及共享区）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季连党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学校 建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东院建设工程（医疗综合楼

等 9 项）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张凤华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A5 工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胡宪章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华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建设  

中国工艺美术馆工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申利成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 建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

医院急诊急救综合楼建设工程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刘春民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项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中景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建设  

深湾汇云中心五期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孟凡光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安

装 
毛朝江 

深圳华西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安平县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项目 

天津建工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勾金旺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彭立宁 

天津天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袁健 

宁波市奉化区未来城科普中心 

中交世通（重庆）重工有限公司 施工 王桂军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交城市投资（宁皮）有限公司 建设  

佛山宗德服务中心钢结构工程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李  科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华融湘江银行营业用房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戴 力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杭政储出（2014)19 号地块农

都城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  扬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曹永铨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方  杉 

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周顺华 

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有限公司 建设 钱国胜 

西宁时代盛华 2#楼工程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原晓明 

重庆兄弟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覃鹏程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杨安伟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李先海 

青海盛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张正良 

公共设施（A1 塔楼）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黄河浪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蔡贤彬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温四清 

武汉土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郁宏伟 

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教学科研（经管学院扩建及三

创中心）（教学科研用房）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建东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振宏 

北京诺士诚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毅 



昌 平 区 北 七 家 镇 003 、

CP07-0204-0001地块B4综合

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A61

机构养老设施用地项目（养老

院等 10 项）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董瑄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梓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非生产性工业项目（京东集团

西南总部大厦）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  奎 

天府新区海关业务技术大楼及

天投国际商务中心（天投国际

商务中心项目二期）施工总承

包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卢恒军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恒生金融云产品生产基地-1#

楼及地下室项目（一期）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袁国平 

浙江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江苏凡之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程 

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  伟 

江苏先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吴  坤 

淮安市诚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广西贺州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1#PC 生产厂房、2#高新科技

混凝土搅拌站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金  磊 

吴忠奶产业园伊利乳制品绿色

智能制造项目 
美联钢结构建筑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孙吉兵 

南京知行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年

产 30 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

部件项目一期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曹玉磊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制

作 
李  真 

宝胜（宁夏）线缆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 A 栋六连跨厂房工程 
宝胜系统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薛  斌 

新建自动化汽配仓库及物流项

目 8#库工程 
扬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升飞 

徐州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仓储

设施工程（一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友荣 

电商物流产业园项目生产车间

一号二号 

山东经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程  兵 

山东经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高技术船舶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13#单体船体联合车间（高强度

钢材切割加工车间、分段建造

车间统筹单体）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邵  聪 

柳东新区标准厂房 D 区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闫  亮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广西建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 LM

工厂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制作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  

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监理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建设  

广州市第六资源热力电厂施工

总承包工程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梁志安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广州环投增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  

新元选煤厂环境整治封闭储煤

场工程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总包 李永涛 

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

万吨氧化铝热电干煤棚网架项

目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荣康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码头环保提质改造工程-散货

封闭料场单位工程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穆  亮 

湖南省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李瑞先 

湖南省三湘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湖南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京海发电公司煤场封闭改造工

程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冯国柱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安

源炼铁厂原料场棚化改造工程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胡小辉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  

齐鲁热电厂煤厂封闭环保隐患

治理项目钢网架工程 

山东齐鲁石化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明  虎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山东寿光巨能特钢有限公司原

料场封闭二期钢结构工程 

徐州通域空间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朱  宇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  

青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寿光分公司 监理  

山东寿光巨能特钢有限公司 建设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公

司煤场封闭项目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德欣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淮南天泽电力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张家山泉群工程矿泉水生产项

目（一期）建设工程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薛鹏飞 

陕西建工泾渭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陕西华茂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陕西省水务集团秦之泉饮品有限公司 建设  

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备制造

整机项目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王卫华 

广东穗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邓  炜 

珠海市将作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邓江华 

东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曹洪卫 

高功率芯片生产项目（一期一

阶段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绪伟 

山东聚鑫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西咸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焚烧热电联产项目 

北京城建精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李文宝 

江苏鑫鹏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总包  

甘肃蓝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西咸新区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任锦龙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范锐钊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中科国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建设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普阳三

期炼钢厂车间钢结构工程 

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党福玉 

河北鸿泰融新工程项目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京 东 方 重 庆 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杨  斌 

江苏帝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滇中新区空港智园（一期）项

目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毋拂晓 

江苏常宝普莱森钢管有限公司

特种专用管材生产车间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施工 王尧刚 

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中心南区

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戴恺龙 

义乌吉利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年产 70 万台 DHT 混动双离合

变速器项目-变速器联合厂房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施工 梅  军 

义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提升改

造项目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施工 陈水祥 

济南综合保税区工业厂房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韩旭东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施工  

山东聚鑫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哈密市民服务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杨高阳 



哈密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尚国勇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苏恒强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高中付 

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 李宗录 

济南万达城万达茂钢结构制作

安装工程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余金兵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闫瑞国 

南京美术馆新馆项目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游茂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龚云飞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醴陵陶瓷会展馆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焦双全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南大学新校区体育馆含游泳

馆工程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岳建军 

驻马店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黄世佳 

上海合城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张建忠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闫顺和 

驻马店中建钢构新里程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唐立阳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园乡村旅游

综合服务示范区项目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刘善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重庆市永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重庆市南川区永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河北安平国际丝网会展中心建

设项目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王电雷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刘小磨 

河北省衡水市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刘永生 

凤凰山体育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刘火明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南京东大现代预应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制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成都城投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戴超虎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王福顺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王翔 

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王海龙 

威海宏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孙明军 

山东裕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王刚 

山东富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洪星 

威海中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张旭 

营特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项管 王维山 

重庆市轨道交通环线工程(一

期)高家花园嘉陵江轨道专用

桥 

中交世通（重庆）重工有限公司 施工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交一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湖北香溪长江公路大桥工程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祝良红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武汉市市政路桥有限公司 总包  

“拨改租”锦江生态带整治项目

（二期-锦江桥梁建设）云龙湾

大桥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玉杰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夏维学 

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孟祥勇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杜要正 

湘府路（湘江大道~浏阳河西

岸）快速化改造建设项目施工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鲁  杰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王晓敏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黄生富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许丰伟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平

塘 至 罗 甸 段 公 路 工 程 ，

PLTJ-14 标段大小井特大桥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任达勇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任开富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业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彭元诚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刘志勇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马白虎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万  麟 

红河州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

（红河段）项目（圭落哨大桥）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吴长流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 王再明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殷小峻 

云南省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方  铭 

中电建红河州石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 杨  松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李  杰 

黄大铁路黄河特大桥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周洪顺 



郑州市白沙园区瑞佳路等 4 座

跨贾鲁河桥梁工程施工（第三

标段）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任动飞 

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 设计 杨  玲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刘  光 

河南云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 林胜涛 

芜湖市中山桥改建工程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郭  峰 

芜湖天达重工有限公司 施工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闵

行浦江段)3 标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刘日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浦桥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上海城投航道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龙东大道（罗山路~G1501）改

建工程 1 标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制

作 
黄  兵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湘府路（湘江大道～浏阳河西

岸）快速化改造工程二标段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朱金龙 

上海洪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滇中新区哨关路跨花庄河钢箱

梁工程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刘  浩 

虎跳峡金沙江大桥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赵柱炯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奥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粤方

联检大楼及连接通道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王  虎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李  辉 

南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第一师十团-十二团大桥项目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沈丙军 

新疆北新永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柳春亮 

新疆新正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傅新民 

西安市体育中心外围提升改善

道路 PPP 项目（一标段）工程

凤城五路与北辰大道立交工程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熊  军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蒋维龙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志明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程远军 

泉州至南宁高速公路那容至南

宁东收费站段改扩建工程六律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覃生龙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邕江特大桥 北京交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广西桂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  

鄞州至玉环公路椒江洪家至温

岭城东段公路工程 

上海建工（江苏）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章荣辉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中交二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台州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台州市路泽太高架快速路有限公司 建设  

昌平回龙观至海淀上地地区自

行车专用路工程 

中交一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冯玉照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逸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市路政局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建设  

杨泗港青菱段跨铁路斜拉桥工

程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魏海峰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梅运刚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施工 李  潭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周  继 

武汉铁道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监理站 监理 王长海 

中建武汉杨泗港路桥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建设  

常山县滨江一期人行景观桥建

设工程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蒋  威 

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周贵标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晏海军 

常山县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占洪俊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  

宁波杭州湾滨海新城玉海西路

市政工程-2 号桥钢结构 

华星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王芸芸 

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金港路横琴北段（横琴

二桥）工程 
江苏新中泰桥梁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杨元录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生态修复综

合项目（南片区）桥梁（钢结

构）部分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武国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李  伟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贾廷良 

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秦  皓 

北京冬季奥运村人才公租房项

目一标段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张学生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方圆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屈晨 

北京冬季奥运村人才公租房项

目二标段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汪安乐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方正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屈晨 

东城花苑 C 区 2#、3#楼 

济南东城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章丘市第二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商东起 

济南正大元恒建设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山东鲁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蓬莱市新港街道新社区—装配

式钢结构住宅项目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仁涛 

山东贝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烟台圣凯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蓬莱市健坤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罗湖•四季花语北区 10#楼钢

结构工程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张  可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施丽宾 

北京和筑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河北正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沧州德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怀 柔 区 怀 柔 镇 张 各 长 村

HR00-0004-6002、6003、6004

地块 F2 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项

目（R-6#住宅等 3 项、B-3#办

公等 2 项、R-8#住宅等 3 项、

B-4#办公等 2 项）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邵宝健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北京诺士诚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北科置地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万郡·大都城住宅小区（四期）

二标段项目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何心波 

柳东新区文化广场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龙章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东吴文化中心总包工程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  军 

上海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苏州市华丽美登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制作  

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2斗轮

机煤场封闭改造工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王伟来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王明珠 



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 建设  

昆明万达城娱雪乐园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张  勇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孔维准 

北京东方国兴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昆明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 1 号科研楼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殷巧龙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黄新友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安徽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丰建国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建设 周云峰 

合肥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暨中科大高

新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杨  俊 

新建武汉至十堰铁路孝感至十

堰段随州南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石  冬 

江苏恒宽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益阳市“一园两中心”PPP项目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马  永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倪  信 

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  刚 

苏州第二图书馆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  赟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成都市音乐厅项目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刘红军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桂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任志平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廖  靖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总包 孙  磊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制作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深圳华西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  

麦积山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钢结

构工程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刘玉伟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郑  军 

甘肃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新疆大学新校区建筑工程（核

心区）施工图书馆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曹  璐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桂小峰 

乌鲁木齐城市交通投资责任有限公司 建设 卢根茂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第一标段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张  洁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胡  毅 



吉林省越东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成勇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学校建设工程项目（X1#

艺术楼等 25 项）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沈  洪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吴记生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伟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基建办公室 建设  

河西区 X39 地块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小学部等

19 项）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房长武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武景阳 

福建天幕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基建办公室 建设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张明启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林剑锋 

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徐  磊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一标段

施工总承包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陈卫峰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苏州环境创新研发产业园项目

施工总承包工程 

苏州中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徐国华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苏州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小米武汉总部（东湖 1 号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王建春 

中国海南海花岛 1#D 区世界童

话主题乐园龙山钢结构工程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李福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浙江佛学院二期（弥勒圣坛）

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汪引源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赖勇金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宋士英 

宁波溪口雪窦山东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陈  兵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培祥 

运河亚运公园（原城西公园）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洪靖华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浙江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 建设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项目一

期（A1,A2,A3,A4,A5）施工总

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占强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中广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博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新奥文化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建设  

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

星火站站房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  伟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地下直径线工程项

目管理部 
建设  

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体育场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  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三亚国奥体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东来印象（简阳市文化体育中

心）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赵海钢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许  彤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况卫民 

新建荆州机场工程航站楼及附

属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梁伟华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武汉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荆州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温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主体

育场二期建设工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余继虎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刘  涛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吴  彬 

温州体育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魏忠延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及室外配

套工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万  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骆发江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唐高云 

西安奥体中心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 刘  朋 

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余  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马  泉 

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段鲁钢 

新疆卓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李剑锋 

乌鲁木齐城基众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刘  疆 

成都自然博物馆项目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王建桥 



 

 

香港、澳门地区获奖名单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项目

经理 

澳门美獅美高梅酒店景观

天幕工程 

中建（香港）-中建（澳门）合作经营 总包 张杰 

美高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  

邵贤伟土木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监理  

ARUP/KPA/中建/中钢/香港理工大学 设计  

香港养和医院曹延启大楼

钢结构 

香港养和医院 建设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设计  

金门建筑钢结构部 施工 陈伯乐 

东莞原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晋江国际会展中心项目钢结构

工程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田云雨 

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游泳

馆、综合训练馆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沈小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柴干飞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蒋  骥 

杭州萧山亚运场馆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杭州奥体博览中心萧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赵国伟 

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一期 B 区工

程-1 号展厅钢结构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郭卫国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黔西县体育中心体育场（钢结

构工程及钢结构工程的维护子

分部工程） 

徐州通域空间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胡  海 

瑞安市陶山镇陶南村下村自然

村旧村改造安置房及多余面积

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张小金 

浙江信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万郡房地产（瑞安）有限公司 建设  


